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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知信行”企业文化

当好文化建设的有心人

在东阿阿胶工作了28年，刘广立
对公司企业文化工作情有独钟，他有
感情、有热情、有激情，引导职工厚道
做人、地道做事，以传承、创新的态度
做滋补、养生、乐活引领者。

“企业文化建设与职工素质是密
不可分的”刘广立介绍，“公司建立了

‘知信行’的企业文化建设模式：“知”
的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将企业
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成为企业职工都
知道并理解的价值理念。“信”的阶段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让职工相信企

业所提倡的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并逐
渐成为全体职工坚守的价值信念。

“行”的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让
全体职工自觉践行企业所提倡的文
化核心价值理念，把价值理念转化
为职工日常行为和群体习惯。刘广
立在负责文化体系建设和管理的过
程中，通过持续的文化培训和宣贯，
强化企业文化理念，以各种文化仪
式和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文化落
地，使全体职工相信并认同企业核
心价值理念，并逐渐成为共同坚守
的价值信念；以模范人物和优秀事
迹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通过持续
开展企业文化知识竞赛、品牌故事
征集、优秀文化行为案例征集、文化
评估等活动，有效的促进了企业文
化融会日常“知信行”合一。

刘广立积极探索工会职工文化
管理、文化融合新途径，持续组织开
展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太极拳“三
球一拳”训练和比赛等健身体育活
动。“阿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通过举行传统的特色文体项目，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健康乐
活的理念、营造出轻松愉悦的组织氛
围。”刘广立说工会还定期举行“东阿
阿胶杯”青年文学、人民文学主题征
文活动，“中国作家走进东阿阿胶文
化采风”等文化活动，邀请名人名家
走进企业，通过文化建设提升品牌价
值，提高了企业竞争软实力，为东阿
阿胶经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
撑。

关爱职工成长

当好服务职工的贴心人

“工会工作看似都是小事杂事，

只有把芝麻大的小事做好，才能让
职工感受到温暖。”刘广立如是说。
在工会工作中，刘广立时时把职工
的事情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听取职
工的呼声，解决职工的难题。

据刘广立介绍，工会常年开展
“送温暖，送健康，送服务，五必访”等
活动，“这些活动既提高了职工的满
意程度，促进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劳
动关系，还能凝聚我们职工的力
量。”

为解决看病难问题，公司工会
与东阿县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切实
解决了职工看病难问题。

对于女职工权益的保障，在刘
广立的带领下，工会特别邀请了聊
城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专家，定
期为女职工进行讲解，疏解她们的
心理压力，提高她们的自我调节能
力。“让女职工们从工作与家庭繁忙
事务中放松，深切地体会到企业的
关爱，增强幸福感与获得感，这也是
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刘广立说。

除此之外，公司还不定期邀请
医院专家定期开展健康讲座，组织
一线技术能手疗休养活动，体现了
公司对于职工的亲切关怀，营造了
企业温馨和谐的“家文化”。在“职工
之家”—乐活中心设有职工餐厅，生
日厅，咖啡厅、书吧、水吧、小型超市、
健身房等，为职工提供了便捷、舒适
的休闲环境。

组织合理化建议活动

当好服务企业的热心人

“持续开展全员合理化建议，大
力推动群众性创新是当前工会工作
的重点内容之一。”刘广立介绍，工

会制定了相关的活动实施方案，开
展了‘降本增效、提高劳效、创新绩
效’为主题的合理化建议活动，通过
评审与即时激励，激发全体职工参
与管理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刘广立
还带领工会举办了“第一届职工合
理化建议网上成果展”，有20项优秀
合理化建议参加展示和推广，网上
访问达一万多人次。“这次活动让我
们看到了一线职工极高的关注度和
建言献策、全员创新的热情，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刘广立这样评价。

在东阿阿胶，有一种精神叫做
“阿胶工匠精神”，自2016年以来，刘
广立组织开展“阿胶工匠”的争创与
选树活动，为企业发展选拔与提供
人才。“我们每年评选十名阿胶工
匠，为他们颁发证书，提供奖金。通
过这种方式激励更多职工的创造力
与积极性，助推我们企业的向好发
展。”刘广立深知，工会工作创新发
展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坚持不
懈，才能当好服务企业的热心人。

“作为职工的‘娘家人’，第一责
任就是维护职工的权益。要把竭诚
服务职工作为第一职责，把让职工
群众信赖和满意作为第一目标，坚
持面对面了解职工需求，心贴心解
决职工问题，实打实解决职工难题，
真心付出关爱，真情提供服务。”刘
广立表示，未来，他要继续把维护职
工权益、竭诚服务职工作为工会中
心工作，持续做好职工的“娘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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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

职工的问题用心解决

“疫情期间，节后复工，当
我回到烟台后，发现原来租住的
小区封禁根本进不去，无奈下求
助我们主任刘仁，本想着让他介
绍个酒店，没想到主任二话不
说，当即表示让我住他家，当时
我还在想要不要去，结果刘主任
已经开车来接我，到他家后才知

道，原来刘主任父母住在这。”
石油装备集团研发一部固压产品
中心固井设备研究室机械工程师
罗中浩告诉记者。刘仁为了让他
住得安心，让父母搬到自己家挤
着，把房子完全交给他来住。“关键
是，我住进去好多天，水电费随便
用，还一分钱房租没收。”

“疫情期间，有一天我和父
母打电话提起家里的山药滞销，
碰巧被一旁的导师听到，导师就
帮忙联系工会协助销售山药，短
短一个周的时间，公司同事们就
下单3000多斤。”对于刚入职不
到半年时间的新职工董光来说，这
一举动让他深深感受到杰瑞的温
暖。

帮海外职工的孩子联系入学，
为职工写真情流露的感谢信，给职
工家属调解纠纷……一桩桩一件
件都被职工们记在了心里。

大量的工会故事，直指一件
事，那就是杰瑞工会工作无微不
至，件件用心，做到了职工们的心
坎上。

公司工会主席王春燕告诉记
者：“我们就是要善于倾听职工心
跳的声音，学着和职工共情，解决
职工之需，解决职工家属之需，让
职工无后顾之忧，职工的问题要用
心来解决。”

注重职工成长成才

超1500人获股权激励

“最初，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培
训专员，进入杰瑞后，接触到很多
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培训，特别是

在杰瑞大学先后接受了系统化的
训练，才升任管理岗，这些年，几
乎每一个重要奖项我都获得过，
像轿车奖励、股权奖励等等”说这
话的是林文峰，入职杰瑞已经十多
年，目前是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绩效发展中心经理。

林文峰提到的杰瑞大学，正是
杰瑞为职工们搭建的创先争优平
台。除了开设新工艺推广等培训课
程，还建立“导师”制度，从党员这
一先进群体中安排导师，实施“领
航”“续航”“扬帆”“启航”“储备”5
个系列的人才培养项目，并为每位
新职工提供为期至少三个月的指
导；同时，对职工进行职业素养和
工作技能培训，建立内部分享文
化，由专业人员对相关人员进行培
训和指导，促进全员技能提升。

不仅如此，杰瑞工会结合企业
实际情况，还定期开展劳动技能
竞赛，通过举办职工技能比武大
赛、研发创新设计大赛、科技表
彰大会，开展工匠孵化、创新实
验室的规划和建设，同时，设立
“杰瑞工匠津贴”“杰瑞工匠专
项奖励基金”，激发广大职工技
能成才，积极搭建帮助职工成长
提升的平台。

近年来，杰瑞工会推动开展
“优秀员工轿车奖”“奋斗者股
权激励”等评选，从职工队伍中
选拔用心工作、精益求精的典型
人物，选树标杆，弘扬工匠精
神，持续推动企业与职工共同发
展，近400人获得“优秀员工轿车
奖”、超过1500人获得“奋斗者
股权激励”。

职工可通过工会组织

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

王春燕介绍，近年来，杰瑞工会
在集团党委“三融合三提升”工作方
针的指导下，始终坚持把工会工作
纳入党建整体规划，做到党建与工
建工作统一部署，共同推进。

“杰瑞工会一直在努力将杰瑞打
造成更多奋斗者的温馨港湾。在杰
瑞，职工可以通过各级工会组织参与
公司的经营决策，提升了职工的价
值感。”王春燕说，“多年来，杰瑞工
会一直保留请‘您给杰瑞挑毛病’这
个活动，职工以实名制的方式，直接
指出公司、身边领导和同事存在的
问题，为此公司每年还专门设立挑
毛病奖励，奖励那些挑毛病挑的狠、
挑的准的职工，体现了真诚透明的
企业文化。”据了解，烟台杰瑞石油服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位安保人员
就曾挑了集团领导的毛病而获得了
奖励。

“我在杰瑞工作多年，见证了工
会组织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协调企
业开展各项工作，维护职工切身利
益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王春燕
说，“杰瑞工会也在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但是那些灵魂性的精神从没改
变，那就是我们要善于倾听职工心
跳的声音，让职工无后顾之忧。”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建职工最信赖的职工之家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刘广立：

解职工之难，暖职工之心

在烟台，给职工奖
励轿车的杰瑞石油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几乎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
省总工会选树为2019年
全省“十佳职工信赖的
职工之家”，谈起杰瑞工
会为职工做的暖心、可
心的服务，职工们纷纷
竖起大拇指。近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
到杰瑞公司，听职工们
讲杰瑞工会为他们做的
那些事儿。

“受职工之托，忠职工之
事，解职工之难，暖职工之心，
这是我们娘家人的本质和本
分。”东阿阿胶工会主席刘广
立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印
在心中。被省总工会选树为
2019年全省工会“十佳职工信
赖的娘家人”，对刘广立来说，
可谓实至名归。

作为职工的“娘家人”，他
始终心系职工、服务职工，以
职工的最根本利益与最关心
的现实问题作为工作要点，带
领职工促发展、提效益，将职
工的思想和行动与企业发展
紧密相连，充分发挥联系群众
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获得了职
工的一致好评。

刘广立在工作中。

烟台杰瑞集团工会举办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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